综合新闻

中国电力建设报

本版编辑

2019 年 2 月 14 日

梁惠琴

3

新 春 走 基 层
编者按：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在万家团圆的时候，有一群电建人，他们牺牲假日休息时间，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依然在国内外岗位上辛勤劳动，保障了社会井然有序，保障了千家万户安享天伦之乐，被称为“万家灯火背后的守夜人”。为讲好
电建故事、传播好电建声音，公司积极响应中宣部号召和国资委宣传局要求，开展了“新春走基层”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展现电建
人拼搏奉献、
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下面，
请跟随记者的脚步，
一起来感受下中国电建人节日期间奋战一线的动人故事。

车间夫妻 十年厂房里过年
黄 琪

陈 果

谢锐锋 刘永奎

新春佳节意味着团聚。但对夏位春
秀共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都有他的
来说，团聚只能暂时搁浅。他还和工友
名字。业绩突出，就拿 2018 年来说，刷
们在车间忙碌着。
新世界纪录，制造的 715 吨的广西大藤
2 月 3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水电七
峡弧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
局夹江公司金属结构一车间，
机器轰鸣， 《超大型水电站用金属结构关键材料成
焊花四溅，因为新年愈发热闹。
套技术开发应用》，他都有参与。
夏位春，这位 46 岁的班长，带着他
但 在 梁 艳 洁 眼 里 ，丈 夫 可 不 算 称
铆工班的兄弟伙，加班加点赶制赞比亚
职。
“都记不清几年前了，只记得那时女
下凯富峡电站的机架。这批货，必须在
儿才上初一。”妻子一边掐着指头，回忆
3 月底前完工。除此之外，还有白鹤滩
着上次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旅行。一
水电站的门槽、犍为航电的定轮平板门、 边抱怨着丈夫只参加过 1 次家长会，不
两河口的门机等，一批“订单”等着他们
爱做家务，要抽烟等等……话虽如此，
“交货”。形势所逼，使得他们春节期间
但妻子却用行动默默支持着他，全力以
必须加班。
赴工作。家里的事情全由她扛着。
距夏位春 200 米处，他的妻子梁艳
“我的父母都是夹江公司退休职
洁，正在熟练地操作着天车。不出意外,
工，从小就教育我，年轻人就要吃苦耐
今年的春节他们依旧会在车间里过，
这也
劳，多作贡献少讲条件。”一直平静讲述
是他们在车间里度过的第十个春节。
“他
的妻子有些哽咽，难掩激动。73 岁的老
太忙了，
我们每天话都说不到几句话。
”
妻
父亲，因为糖尿病和帕金森的困扰，
生活
子盯着地面的重物，快速按下吊装按钮， 已不能自理，每天靠药物维持，
但仍然乐
重物提起放稳后，
她却欲言又止。虽说相
观生活。
隔不远，但两人每天一踏进厂区，
就头也
远在广州读大一的女儿，也已经独
不回扎进工作，
午饭也是各自简单应付。
立。
“以前总是抱怨，
觉得我们工作太忙，
外人看来，
夏位春工作优秀，参加工
陪她太少。现在放假在家会做饭，等我
作 25 年，年休假也不休。每次评选“优
们回家一起吃饭。”夏位春对女儿的愧疚

王师傅的第 35 个工地春节
贺 伦

2 月 5 日，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在
下凯富峡水电站采石场有一个身影指挥
着一台钻机、两台反铲、九辆自卸车，不
停地装车、倒运，
一派繁忙景象。
他叫王滨，大家伙都亲切地喊他王
师傅。王师傅 1960 年生人，1977 年下

阳春二月，正值老挝南欧江的枯水
期，调度压力比汛期小很多，但是南欧江
梯级水电站调度中心主任张冀依然不敢
有丝毫松懈。
上个月刚刚发生的一场枯期超标洪
水，
及时补给了南欧江
“一库七级”
中已经
蓄水发电的 3 个水库。通过调度中心近
半个月的鏖战，不仅全流域平安度汛，1
月份电量还比往年同期超发了近一亿度，
真真给 2019 年开了一个好头。看着刚刚
出来的月报数据，
张冀倍感欣慰。
除了手里这张亮眼的“成绩单”，张
冀还有另一件更值得高兴的事情。
不久前，收到春节值班通知的张冀
迟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小吴，这
是他又一次不能回家过年了。电话里，
小吴觉察出丈夫的异样，温柔体贴的她
当机立断：
“没关系，我带着孩子们到老
挝来看你。”
今天，张冀就要和半年未见的家人
团聚了。

我在首都过大年

乡，1980 年参加工作，现在水电十一局
下凯富峡水电站砂石拌和作业处负责开
挖工作，今天是他 59 年人生经历中在工
地过的第 35 个春节。
说起自己在工地度过的35个春节，
王
师傅好像早已经习以为常，
觉得没有什么

“爸爸”……
“因为在外工作错过了很多女儿成长的
一声清脆的童声回响在电建路桥
瞬间，对家庭有很多愧疚和亏欠，但是
公司北京市通州水环境治理项目部的
参与项目建设就像是养孩子一样，有很
上空，一个 10 来岁的小女孩飞奔向刚从
多未知和挑战，项目从无到有，从基建
工地巡检回来的父亲。女孩的到来，是
到节点达成，就像孩子一天天长大，上
给春节期间留守在项目一线的父亲最
幼儿园、上小学，而我也跟着项目一起
好礼物，也为整个项目部增添了不一样
成长”
。
的朝气和活力。
2017 年，电建路桥公司通州水环境
近年来，
“ 北京城市副中心”可谓是
治理项目全面开工建设。面对项目施
出现在国内众多媒体中的热词。2019
工点多面广、征迁协调和管理难度大、
年 1 月 11 日，北京市政府正式迁入通州
北方自然条件对环境治理的制约等多
城市副中心，其摘牌仪式更是刷爆了网
项难题，众多电建路桥人迎难而上，联
络。而地处在这个热点中心的北京城
合利用多方优势资源，采用行业先进科
市副中心水环境治理项目，不仅是塑造
学技术手段，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到
“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清岸绿”新北
2018 年底，项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和农
京城市副中心的重大生态环境工程，也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第一批）清淤和
和疼爱，都写在脸上。女儿已经开始懂
多名职工。老家在甘肃的李文杰，
小孩才
是北京市政府的民生工程和北京市贯
截污管线敷设完成 100%；5 座污水处理
事，
对于未来也有了清晰的目标，
立志毕
2 个月，正在赶制新疆阿尔特什整体门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
场站完成建设并具备污水调试条件；城
业后去香港工作，
更让他欣慰不已。
槽；
焊工班长魏剑如，
正在带头赶制白鹤
山银山”科学论断的自觉行动，更是中
南水网和港沟河治理工程两个子项目
夜幕降临，
忙了一天的夫妻俩，
总算
滩的闸门埋件；
机加车间操作工靳江，
在
央办公厅对北京市重
有序推进；在通州区政
下班。吃过晚饭，还要去采购年夜饭的
赶制着乌东德的弧门；
还有赶制老挝南欧
点 督 办 的“ 折 子 工
府 6 次履约考核中蝉
食材，
再贴上福字和春联，
为新的一年博
江设备的职工……他们都在不同的工种
程”
。
联 第 一 ；获 北 京 市
个好彩头。
岗位上，
以不同的工作形式坚守着。
正 值 2019 年
水利建设市场主
每一份工作的坚守都看似简单，其
青衣江畔，正是有这群人默默奉献
体信用评价“AA”
种种的背后，
都隐藏着感人的故事。而在
着，水电七局夹江公司，这家老牌国企， 农 历 春 节 ，公 司
通州水环境治
级……
夹江公司像夏位春一样坚守的，还有 20
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理项目处在工
而在这些
期节点目标
施工建设“小
特别的了。
“我们干工程就是四海为家，
项
爱的小孙子出生，
几天后老父亲去世。
完成的关键
目 标 ”被 逐
目在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营地建在哪里，
如果说没能送老父亲最后一程是个
时刻，为确
个攻破的
哪里就是家，
有家的地方就可以过年。
”
遗憾的话，看着自己开采的骨料使得大
保项目进
背 后 ，是
回想起自己在工地的第一个春节， 坝混凝土浇筑完成 50 万立方米、厂房封
展 ，不 负
无数像
是在故县水库的工地上过的，那时候自
顶等施工任务的完成，王师傅心里还是
北京市
女孩父
己刚参加工作，
一切都是新鲜的，
包括在
很安慰的。
政 府
亲 一
工地过年。
“当时很多家属带着孩子到工
“明年就要退休了，
今年或许就是我
对
样默
地过年，
几百人聚餐，
热闹的很。”
在工地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项目上 “ 中
默奉
但是令王师傅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
组织的春节晚会和丰盛的年夜饭都会让
国 电
献 、不
过年方式仅仅是个开始。
我终生难忘”
。
建 ”、
辞辛劳
后来他又转战宜黄、龙口等国内项
令王师傅感慨的还有国家通讯业的 “ 中 国 电
的 中 国
目，
以及尼泊尔、
伯利兹等国外项目，
一直
发达。
“1998 年第一次出国去尼泊尔，那
建路桥”
电建人，
从事施工管理和开挖工作。
“每个项目都
时候给家里打电话都很困难，整个项目
品牌的期
他们发扬
以工期为重，
要求什么时候完工就必须保
部就一部座机，
经常接不通电话，
好不容
许 ，项 目 参
着“ 特 别 能
质保量完成，
这是我们对业主的承诺，
也
易接通后声音还延时”
。
建人员决定
吃苦、特别能
是我们立足市场的根本，
所以说只要工程
“现在就方便多了，
微信随时视频聊
留守一线，过一
战 斗 、特 别 能
没有完工，
我们就得坚守在施工现场”
。
天，
每天都能看到小孙子的成长轨迹，
从
个不一样的春
奉献”的中国电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到了上有老下
出生时的嗷嗷待哺到现在的各种调
节。
建 精 神 ，拧 成 一
有小的年纪，项目领导也劝他过年的时
皮”。提到自己的小孙子，
王师傅高兴地
“爸爸，我们买
股绳，为改善北京
候回家看看父母和孩子，
他都以
“在工地
掏出手机，
翻看着老伴发来的各种视频， 的红灯笼和窗花真
城市副中心的生态
上呆着心里踏实”为由把机会让给了更
幸福的笑容绽放在脸上，感觉家人就在
好 看 ，挂 在 这 里 吧
环境贡献着电建人的
需要回家的同事。
自己身边。
……”女孩叽叽喳喳地
力量。
“最难忘的是 2017 年春节了，那年
王师傅介绍说，儿子现在郑州西四
围绕在父亲身边。
这个春节，还有更多舍小家为大家
回去休假是因为父亲病重、孙子即将出
环项目工作，自己奔跑了近 40 年的水电
这个不一样的春节对小女孩来说
的中国电建人坚守、奋战在各项目一
生，
可以说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春节”
。
事业算是有接班人了。
充满了新奇。她跟着项目上的叔叔阿
线，正是每一个电建人的付出和坚守，
可不凑巧的是，一个半月的假期很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王师傅的 35
姨一起在附近的市场置办了年货、和爸
让工程建设项目能够高标高质地按时
快结束，
等王师傅返回项目的第二天，
可
个工地春节只是众多电建人的生活缩影。 爸一起贴窗花、和很多叔叔阿姨一起看
履约；也正是每一个电建人的付出和坚
电视节目、包饺子、许新年愿望。看着
守，让“中国电建”品牌发展长远、掷地
女儿的笑脸，女孩父亲向笔者感慨道： 有声。
小吴和孩子们带来的衣服、玩具、家
乡土特产迅速堆满了屋子，尽管看上去
“乱糟糟”
的，
但小吴说这才有家的样子。
是啊，和家人在一起，在哪儿都是
婷
家。
乐观的小吴觉得，
山河再远，
旅途再
子的小吴一个人带着两个宝宝上医院的
陈晓峰
难，
等不到自己的
“候鸟亲人”归巢，
就到
情景还历历在目。但为了丈夫能安心工
他们工作的项目工地
“反向过年”。毕竟
2 月 10 日，大年初七。位于四川乐
对外国人来说，能够亲身体验中
作，
小吴硬是对丈夫只字未提。现在讲起
人常聚，
家常在。
山国电培训中心的南欧江流域运维培
国传统年文化活动还是非常新鲜有趣
来，
也只是云淡风轻地一笔带过。
在中国电建，
张冀一家并不是个例， 训班学习氛围热烈，今天正在开展技
的经历。老挝籍员工帕沙和大部分老
虽然丈夫不经常回家，但是小吴从
而是千千万万个电建员工家庭的真实写
术供水系统的专业培训。据培训班负
挝员工一样，是第一次过中国年，对
小就告诉孩子们，爸爸做的是一份多么
照。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
都是这么坚守
责人介绍，专业培训从大年初四就已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春节期
伟大的工作，
爸爸修的大坝有多高，
爸爸
过来的。背井离乡、缺席孩子的成长、给
经正式开始了，春节期间开展了丰富
间，他和大家一起贴窗花，吃饺子，
建的电站发了多少电。尽管他们还那么
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来自异国他乡的
看春晚，唱中国传统歌曲，与中国同
员工们感受了一次特别的中国春节和
事和老挝伙伴们载歌载舞共度中国
中国文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国年。
年。帕沙说：“可以亲身体验中国的传
老挝南欧江流域是中国电建贯彻
统节日，自己感觉非常开心和幸福！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以 BOT 形式
在中国留过学的老挝员工李有鑫
在海外获得整条流域开发权的重要投 （中文名） 开心地对大家说道：“春节
资项目，项目的开发建设和投产对于
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有很
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多事情可以做，不光是有很多好吃
用。52 名老挝籍新员工通过为期 4 个月
的，还可以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这
的岗前培训后，将作为生产技术骨干
是我第三次在中国过春节了，每次我
担负起南欧江流域水电站的一线生产
都很激动，我现在都没感觉到自己是
运维任务。
外国人了！
培训过程中恰逢中国传统佳节
马拉和瓦萨那是这批老挝员工中
——春节，如何使这批老挝员工在中
仅有的两名女员工，都来自老挝最南
国平安度过一个难忘的春节，是整个
部的占巴塞省，她们说：“这里的老师
培训过程中需要特别思考和准备的工
和中国同事都非常友善，对我们非常
作。项目部负责人说：“这批老挝员工
热情，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我们感
既然来到了中国，又恰逢中国最喜庆
觉很温暖，看到春节期间中国家家户
的春节，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感
户都是团团圆圆的喜庆气氛，虽然自
受到中国春节欢乐祥和的氛围，也要
己也很想念家里的亲人，但是，能在
小，
对于妈妈说的这些没什么概念，
但在
不了爱人陪伴、更无法侍奉父母跟前，
将
让他们感受到电建集团的温暖。从 1 月
这里和这么多小伙伴们一起过中国年
蒙蒙和楠楠的心里，爸爸是最了不起的
毕生精力都注入到水电建设事业中去。
30
日，也就是农历腊月
25
开始，项目
感觉非常有意思，也很值得！”
工程师。对于爸爸的工作，他们心怀敬
老一辈的水电人深耕国内市场，如
部就提前开展老挝员工在中国过年的
在整个春节期间，过节的气氛祥
畏又倍感自豪。
今，继承了他们宝贵经验和先进技术的
各项准备工作，比如：贴春联、挂灯
和而喜庆，在中国过中国年成为了这
后辈们，正沿着“一带一路”走向更广阔
人常聚，
家常在
笼、贴福字等，到处张灯结彩、年味
批老挝员工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所有
的国际市场。肤色变了、语言变了、工作
和所有一个人过惯了的
“糙汉子”一
十足，在春节期间我们也安排开展了
老挝员工都纷纷在喜庆氛围中合影留
地点变了，但海外电建人的责任担当和
样，
张冀在项目营地的房间异常简陋，
一
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让他们每个人
念，并通过手机向远在老挝的家人和
一腔赤子情怀，
始终未变。
张床、
一张桌子、
一个衣柜、
一台电视。
都参与到庆祝中国传统佳节的各项活
朋友们展示在中国欢度春节的喜庆场
万家团圆的日子，
中国电建的
“留守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小吴忍不住鼻
动中来，并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很多代
面。同时也对电建集团大家庭的所有
家属”们，哪怕跨越万水千山，跨越国界
子发酸，
这在待惯了大城市的人眼里，
哪
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新年礼物，目
同事送出了中国式新春祝福：祝中国
线，也要将暖暖的亲情和爱意送到家人
有一点生活气息。但在常年扎根大山、
鏖
的就是要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共享中国
电建事业蒸蒸日上！祝各位同事新年
跟前。
战江河的张冀心中，
早已习以为常。
传统春节带来的欢乐”
。
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跨越万水千山的逆向团聚
龚
色的大象。”
“ 爸爸，我喜欢粉红色的大
象”楠楠说，
“爸爸，我喜欢蓝色的大象”
蒙蒙说。一口一个爸爸叫得张冀心花怒
放，与家人团聚的激动与喜悦溢于言表。
异国他乡的大山里难得来个孩子，
同事们提前买了很多零食和玩具讨孩子
欢心。蒙蒙和楠楠一点都不怕生，
一会儿
去隔壁阿姨的房间里给小花花浇水，
一会
儿又跑到蓝球场上和叔叔们玩皮球。
常年不在孩子身边，又担心电站生
活枯燥乏味，张冀满心愧疚。现在看到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他放心多了。

我的老公是“军人”

张冀的爱人小吴曾经也是一名电建
员工。在和张冀结婚的头两年，小吴曾
和丈夫一起到南欧江工作，成为一对令
“爸爸，架高高”
人羡慕的老挝水电伉俪。4 年前，小吴
还有 15 分钟，从中国西双版纳飞往
怀了双胞胎，这才不得已辞去她心爱的
老挝古都琅勃拉邦的飞机就要降落了，
坐
工作，回国专心照顾两个孩子。
在窗边的蒙蒙和楠楠可高兴坏了：
“大飞
相同的工作经历让小吴特别能够理
机飞呀飞，
马上就要见到爸爸咯！
”
解丈夫工作的不易。
蒙蒙和楠楠是张冀的一对双胞胎儿
优秀的丈夫是公司的青年骨干，领
女，今年 3 岁半，蒙蒙是哥哥，楠楠是妹
导眼里的模范员工。丈夫在职场上披荆
妹。
斩棘，贤惠的小吴就一个人撑起坚强的
刚一出机场，看到眼巴巴候在门外
大后方，两个孩子阳光又健康地茁壮成
的张冀，楠楠飞也似地跑过来抱住爸爸： 长 ，家里的事情小吴从来不让丈夫操
“爸爸架高高，爸爸架高高。”张冀宠溺地
心。
“当然他也帮不上什么忙。”小吴开玩
抱起女儿架到脖子上，一颗心快要被女
笑说道。
儿的小奶音给融化了。
由于张冀长期驻扎在老挝，一年只
酷酷的蒙蒙则不然，一个人拖着自
有两次探亲假，连同住一栋楼的邻居都
己的迷你行李箱，昂首阔步地走在妈妈
很少见过他。周围的人常常问小吴，你
前面，只叫了一声爸爸，
便不再表现出更
老公是不是当兵的？因为在他们眼里，
多亲昵的举动，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只有戍边卫国的军人才会常年不回家。
可能因为是哥哥的缘故，蒙蒙有着超越
每当这个时候，小吴总是打趣道：
他年龄的成熟气质。
“是啊，当兵的，中国电建的水电铁军！”
车子慢慢地驶入琅勃拉邦市区，蒙
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其实一个人打理
蒙和楠楠被这一切充满异域风情的新鲜
家务，一个人照顾孩子的辛酸只有自己
事物所吸引，
这是兄妹俩第一次出国。
知道。
“爸爸快看，大象，粉红色的大象，
蓝
曾经因为孩子生病，只坐了 10 天月

这个中国年太有意思了

